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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际团队 10日在《自然》杂志发
表报告说，在希腊出土的两块人类头骨化
石中，其中一块经测算已有近 21 万年历
史，是迄今有关亚欧大陆现代人类的最早
证据，这也意味着现代人类走出非洲并向
外扩散的时间可能早于此前预期。

来自德国蒂宾根大学、希腊雅典大学
以及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等机构的研究人
员对 20世纪 70年代末在希腊南部一处名
为阿皮迪马洞穴中出土的两块人类头骨化
石重新分析。两块化石分别被命名为“阿
皮迪马 1”和“阿皮迪马 2”。

据报告介绍，“阿皮迪马 2”表现出类
似尼安德特人的特征，经测算迄今已有逾
17 万年的历史；而真正让研究人员惊讶
的还是“阿皮迪马 1”，它已经具有现代人

类的特征，并且分析显示，这块化石至少
已有 21 万年的历史，比之前发现的已知
欧洲最古老智人还要早逾 15万年。

报告作者之一、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克
里斯·斯特林格教授说，分析结果显示 21
万年前在希腊就已存在现代人类人群，并
且可能与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的相关人
群存在关联，不过这一人群在约 17 万年
前被尼安德特人所取代，从“阿皮迪马 2”
化石也可以看出。

团队认为，这项研究成果不但表明现
代人类走出非洲的时间远远早于此前预
期，并且印证了这样一种假设——他们走
出非洲并开始扩散的路线存在多条。研
究人员也希望未来能够找到更多证据进
一步验证这些观点。 据新华社电

章莹颖男友
我永远不会放弃找到她的希望

章莹颖案量刑阶段审理第二日，陪审
团听取了章莹颖男友侯霄霖的证词。侯
霄霖说，章莹颖“乒乓球打得很好，羽毛球
打得不好，但她很享受”。他补充说，“她
喜欢在美国”，想要做更好的研究，作出贡
献，学习一种不同的文化。他说，希望能
在美国完成博士学位并获得博士后学位，
他们原本计划在 2017年 10月结婚。

侯霄霖说，章莹颖的死对她的父母来
说尤其沉重。“莹颖是他们的一切，是他们
未来的希望。现在他们失去了未来，他们
吃不下睡不着。”他说，章莹颖的母亲几乎
每天都在哭，她的状态变得越来越糟糕，
他说自己“非常担心他们”。

侯霄霖提到，他试着帮助章莹颖的家
人继续生活，“但没有找到她，能怎么做？
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找到她，把她带回
家。”“他们感到无助。”他说，“他们责备自
己。”侯霄霖强调说，“我永远不会放弃找
到她的希望”。

侯霄霖表示，对自己来说，失去章莹
颖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章莹颖是
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尤其是知道他
（克里斯滕森）对她所做的事情的真相时，
太残忍、太痛苦了”。针对这一点，辩方提
出了反对，理由是受害者的家人不允许对
被告、他的罪行或他的惩罚发表意见。辩
方据此要求审判无效，但遭到了拒绝。同
时，章莹颖男友的最后一段评论被驳回，
陪审团被告知“不要考虑”。沙迪法官说：

“我认为这不会上升到审判无效的程度。”
这条评论“没有让任何人感到意外”。

评审团还观看了对章莹颖的另一位大
学朋友吴爽的视频采访。吴爽说，章莹颖
很爱她的家庭，她妈妈不希望她出国留学，

而希望她留在中国工作。她说，章莹颖有
“很强的自律能力”，虽然“从外表看她又瘦
又小”，但她有“很强的独立性和想法”。

吴爽说，章莹颖“从未放弃出国留学
的梦想”。她还说，章莹颖“几乎总是主动
照顾别人”。章莹颖还邀请吴爽去玩或滑
雪，给她带来了新的体验。“她对生活充满
正能量。”

吴爽说，当章莹颖失踪时，她很惊讶
章莹颖会坐进一个陌生人的车里。“我非
常震惊，”她说，章莹颖有自我保护意识。

“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接受这个事实，也
没有从悲痛中恢复过来。”她说。

检方证据
案发后嫌犯曾阻挠调查

美国当地时间 7 月 9 日上午，负责此
案的联邦调查局（以下简称 FBI）首席特工
安东尼·曼加纳罗作证，重复了定罪阶段
的大部分陈述内容。当地媒体报道称，检
方似乎试图证明克里斯滕森曾采取措施
阻挠调查，展示了他向调查人员撒谎的片
段，以及他购买德拉诺（Drano，一种下水
道疏通剂）的收据。

曼加纳罗说，他们花了大量时间调查
克里斯滕森说他让章莹颖出来的那个居
民区，克里斯滕森还对他的汽车和公寓进
行了全面清洁。

庭审现场，法庭还播放了克里斯滕森
2017年 7月 2日在监狱里给女友打电话的
片段，电话里克里斯滕森提出要告诉他的
女友除了律师以外不要和任何人说话。
他还告诉妻子删除他在 Reddit（一个社交
新闻站点）上的账号和评论。

在询问中，辩方律师称，他要求女友
删除他的 Reddit 账号，因为 Reddit 伊利诺
伊大学社区正在试图确认他的账号。

辩方律师还指出，克里斯滕森在审讯
视频中说了很多谎话，所以当他说章莹颖
的英语很糟糕时，检方不应该相信他。虽
然克里斯滕森打扫过自己的卧室和浴室，
但章莹颖的DNA只在卧室里被发现。

对此，美国助理检察官布莱恩·弗雷
斯回应说，浴室更容易清洁，因为它们的

表面多孔性更小，而且警犬可以在那里发
现尸体。辩方律师则表示，这只警犬是在
浴室里发出警报的，而不是在地毯下血迹
浸透的卧室里。

章母作证
一女陪审员离席且庭审中断15分钟

当天下午的庭审中，章莹颖的父亲章
荣高出庭作证，法庭还播放了一段章莹颖
母亲叶丽凤的作证视频。

庭审现场，当播放章莹颖出发前往美
国时在火车站的照片，并询问章父这是否
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女儿时，章荣高忍不住
哭泣。“没有她，我的生活不会完整。”他说。

章荣高还讲述了自从章莹颖失踪后，他
和妻子一直无法睡好觉。他说自己无法集
中精神，最近还从楼梯上摔了下来。他说，

“我不知道如何度过我的余生”“莹颖，她是
我的骄傲，也是我的一切”。

在检方播放章莹颖母亲叶丽凤的视频
之前，嫌犯布伦特·克里斯滕森似乎在哭，
他抓过一张纸巾，把它拿到眼前。在章莹
颖家人作证时，他一直向下看或闭着眼睛。

“她是一个非常好的孩子，”她的母亲
在作证视频中说，“就她的年龄而言，她总
是很成熟，是一个优秀的学生”。

章莹颖母亲说不需要要求，章莹颖就
会帮忙做家务，而且会马上做家庭作业。
当学校要求捐款时，女儿会伸出援手，并
会给更多需要帮助的学生提供援助。“我
该怎么生活下去呢？”章莹颖母亲问，“我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继续生活下去。”

章莹颖母亲提到，她对女儿的男朋友
很满意，期待着他们结婚。“我也很想看到
她穿着婚纱，”她边哭边说。“我女儿没有
穿婚纱，”“我真的想成为一名外婆。”

这时，一名女性陪审员起身离开，庭审
因此中断 15分钟。据了解，跑出去的陪审
员哭了。辩方认为，这是一个女儿有高危
妊娠风险的陪审员，称陪审员的判断可能
会不公平，要求采取补救措施。辩方律师
强调说，这是该陪审员第一次看到这种情
况。检察官米勒也指出，这是他第一次参
与对谋杀证人女儿的人的死刑判决。

之后，法官会见了陪审员、检察官米
勒和辩方律师波洛克，询问陪审员现在是
否还好，是否公平，然后她回到了陪审团。

视频继续播放，章莹颖的母亲说，“我
真的、真的想成为一名外婆，我想抱外孙
子。”她说，起初她不想让女儿去美国，但

“因为她很坚决，所以我决定全力支持她。”
当被问及失去亲人的影响时，章莹颖

母亲说：“这真的非常非常痛苦。真的，真
的很难。这太困难了。”“我们全家都不知
道如何继续下去，从今天到明天是很艰难
的。”她说。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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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莹颖家人的代理律师王志东告
诉记者，包括章莹颖的父亲、男友、弟
弟、两位 FBI探员和第一天出庭作证的
3 位 FBI 语言专家在内，检方一共提供
了 8位证人。至此，检方的证人全部完
成作证，比预期提前一天。

王志东律师说，当天作证的两位
FBI 探员主要证明嫌犯克里斯滕森在
犯罪前做了计划和准备，在犯罪后向
警方撒谎，并做了很多清理及消除证
据的举措。证据还表明，嫌犯直至两
周前还没有悔改之意。

他还介绍，在这两天中，最重要的
是章莹颖家人的作证。在他们作证中
一共播放了 9 段录像，其中 8 段是在中
国录制的：包括章莹颖的高中、大学和
研究生同学，以及高中班主任的作证，
还有1段记录了章莹颖在中国的家。

王志东律师告诉记者，同学和章

莹颖家里视频的录制，是美国联邦检
察官、FBI 探员在中国警方的协助下录
制的。他们前往北京市、上海市、福建
省南平市、广东省广州市，访问了章莹
颖的家人、老师、同学和朋友，目的是
为审判的量刑阶段获取证据。“他们询
问了许多曾与章莹颖有近距离接触的
人员。所有访问都经视频录像并进行
了翻译，其中对 7位证人的采访已在量
刑阶段作为证据使用。”

王志东律师说：“对于章莹颖的家
人而言，出庭作证是十分残酷的，他们
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回忆伤心的往事，
重复他们所经历的痛苦。但同时，他
们两年来也一直等待着这一天，为了
莹颖，他们向陪审团、向所有关心这个
案子的人们，发出自己的肺腑之言。”
他还介绍，美国时间 7 月 10 日，将开始
辩方证人作证环节。

★相关新闻★
美联邦调查局赴北京福建等多地取证

章莹颖案检方8名证人完成作证
章莹颖母亲视频作证 女陪审员流泪离席

美国当地时间 7 月 9 日，
章莹颖案进入量刑阶段审理
第二日。7 月 10 日，记者了
解到，章莹颖的父亲章荣高、
男友侯霄霖当天出庭作证。
同时，法庭播放了章莹颖母
亲录制的作证视频。“我很想
看到她穿婚纱”，她说，“我真
的想成为一名外婆”。视频
播放到此处时，一名女性陪
审员起身离开后哭泣，庭审
因此中断15分钟。

此外，章莹颖家人的代
理律师王志东介绍，目前检
方 的 8 名 证 人 全 部 完 成 作
证，美国当地时间 7 月 10 日，
辩方证人将出庭作证。


